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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MTNet 2.0 系統連線基本操作說明 

一、 進入系統 

(一) 開啟 Chrome 瀏覽器 

 

(二) 於網址列輸入 MTNet 2.0 系統網址：https://web02.mtnet.gov.tw/ 

 

(三) 輸入 MTNet「帳號」、「密碼」及「圖形驗證碼」後，點選「登入」 

 

 

https://web02.mtnet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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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使用者介面說明 

(一) 登入系統後操作畫面 

 

1、 使用者：此區主要是呈現登入者之資訊。 

2、 功能列：此區主要是呈現各子系統，登入者有權限看到的功能模組

之各功能。點選各功能，則該功能會顯示於功能執行區。 

3、 功能操作區：此區主要是呈現各功能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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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操作說明 

一、 船員外僱申請(MT05-01) 

(一) 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(MT05-01-01) 

1、 功能說明：提供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。  

2、 權限說明：申請人(業者)進行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作業。 

3、 操作說明 

(1) 點選船員外僱申請項下之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，系統顯示「僱用

本國籍船員申請」畫面。 

(2) 輸入代理人資料欄位，下拉選擇「申請類別」。 

 

(3) 查詢外商公司編號，點選「查詢」，顯示外國雇傭人基本資料查

詢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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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輸入查詢條件「公司名稱(中)」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(5) 點選「選取」，系統帶出資料。 

 

 

(6) 點選查詢「船舶號數」，顯示船舶基本資料查詢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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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輸入查詢條件「船舶名稱」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(8) 點選「選取」，系統帶出資料。 

 

 

(9) 新增外僱申請船員名單，點選「新增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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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輸入外僱申請船員名單查詢條件「船員手冊字號」、「身分證/護照

號碼」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(11) 輸入紅心資料「婚姻狀況」、「職別」、「雇用月薪」、「雇用日期」，

點選「加入船員名單」。 

 

(12) 系統帶入資料。 

 

(13) 點選「附件上傳」，顯示上傳資料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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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點選「選擇檔案」，上傳附件。 

 

(15) 「勾選」我以閱讀上述條款並同意，按下「儲存」。 

 

(16) 系統顯示是否創立資料提示框，點選「確認」。 

 

(17) 儲存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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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船員外僱變更申請(MT05-02) 

(一) 僱用本國籍船員變更(MT05-02-01) 

1、 功能說明：提供僱用本國籍船員變更。  

2、 權限說明：申請人(業者)進行僱用本國籍船員變更 

3、 操作說明 

(1) 點選船員外僱變更申請項下之僱用本國籍船員變更，系統顯示

「僱用本國籍船員變更」畫面。 

(2) 輸入「原核准編號」，點選「查詢」，帶出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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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點選查詢「外商公司編號」，顯示外國雇傭人基本資料查詢畫面。 

(4) 輸入「公司名稱」，點選「查詢」，顯示查詢結果清單。 

(5) 點選「選取」，帶出資料。 

 

(6) 查詢船舶號數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 

(7) 輸入船舶名稱(中)，點選「查詢」，再點選「選取」。 

 



MTNet 2.0 使用手冊_海運技術人員管理系統-外僱管理子系統(業者) 

10 

(8) 帶出船舶基本資料。 

 

(9) 變更外僱申請船員名單。 

 

(10) 勾選我已閱讀上述條款並同意，點選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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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船員外僱註銷申請(MT05-03) 

(一) 僱用本國籍船員註銷(MT05-03-01)  

1、 功能說明：提供僱用本國籍船員註銷。  

2、 權限說明：申請人(業者)進行僱用本國籍船員註銷。 

3、 操作說明 

(1) 點選船員外僱註銷申請項下之僱用本國籍船員註銷，系統顯示

「僱用本國籍船員註銷」畫面。 

(2) 輸入「原核准編號」，點選「查詢」，帶出資料。 

 

(3) 外商公司編號，點選「查詢」，顯示外國雇傭人基本資料查詢畫

面。 

 

(4) 輸入「公司名稱」，點選「查詢」，顯示查詢結果清單，再點選「選

取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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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外僱申請附件上傳，點選「選擇檔案」，上傳外僱申請附件。 

 

(6) 勾選「我已閱讀上述條款並同意」，按下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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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外僱案件管理(MT05-04) 

(一) 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查詢(MT05-04-01) 

1、 功能說明：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查詢。  

2、 權限說明：申請人(業者)進行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查詢。 

3、 操作說明 

(1) 點選外僱案件管理項下之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查詢，系統顯示

「僱用本國籍船員申請查詢」畫面。 

(2) 下拉選擇查詢條件「申請類別」，點選「查詢」，顯示查詢結果清

單，再點選「編輯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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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進入畫面，點選「列印許可函」。 

 

(4) 產生外僱許可函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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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外僱在船在岸人數月報(MT05-04-02) 

1、 功能說明：外僱在船在岸人數月報。  

2、 權限說明：申請人(業者)進行在船在岸人數月報。 

3、 操作說明 

(1) 點選外僱案件管理項下之外僱在船在岸人數月報，系統顯示「外

僱在船在岸人數月報」畫面。 

(2) 下拉選擇查詢條件「申報公司」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(3) 於查詢結果清單點選「清單」 

 

(4) 顯示在岸人數月報明細清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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